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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替滩改名
惶恐滩，原名黄公滩，位于今吉安市万安县境内，

其名称的演变，与大才子苏东坡的一首诗有关。
1094年的仲秋，苏东坡头戴靛青斜角方巾，身

穿玄色夹袍，乘着一叶扁舟，在赣江滩师（当地懂水
性、熟悉航道、驾驶技术过硬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引
航员）的指引下，迎着夕阳向前航行。

苏东坡要去的地方是遥远的惠州，职务是宁远
节度副使。这一年，整个朝廷“波浪滔天”。因苏东
坡起草的制诰、诏令“语涉讥讪”“讥斥先朝”，于是
由定州知州调任为英州知州，级别下降一级。未及
到任，他又被贬到南方任职。数月内，连连遭贬，官
阶越来越低，地点越来越偏，最后安置于惠州，竟然

“还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失去了个人自由。
当时的赣江，已是南北相连的交通要道。《汉

书卷九十五》记载：“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
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
船将军，山豫章，下横浦。”横浦即为现在的大余
县梅岭。

按胡铨在《厅壁记》里所说，“路当冲要，溯上则
喉控交广，顺下则领带江湖，水陆之险阻，漕运之会
通，事至繁也”，说明当时江西的流域经济十分发
达。1071年，从龙泉（今遂川）县、泰和县、赣县等
地各划数乡合并到万安镇（943 年设立），改镇为
县，设立万安县。

虽然赣江水道“路当冲要”，但是水路十分艰
险。当年的歌谣流传：“赣江十八滩，个个鬼门关。”
而其中的黄公滩更是凶险无比，“黄公滩，黄公滩，十
船过滩九船翻；黄公滩，阎王滩，船到滩前吓破胆。”

但此刻，站立船头的苏东坡仰头望天，不久
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再次浮现于脑海。首先想
到的是妻子。妻子王闰之，人称“二十七娘”，温
顺贤惠，陪他度过了最艰难的黄州岁月。相伴 25
年的妻子，竟然在他离京前猝然离世，令他伤痛
不已。当然还有刚刚故去的太皇太后。这位高
太后，曾对他多次给予提拔重用，是苏东坡名副
其实的守护神。太后一走，皇帝马上变了脸色，
居然在苏东坡离京时勒令不得面见圣上！无数个
夜晚和清晨，他守在皇宫前等待召见，等来的却是
圣上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借口，不予召见的
消息……

想起这些，苏东坡内心掀起一阵阵巨浪。
船渐渐地靠近了黄公滩，小小船只如同一片树

叶，飘进了汹涌的波浪中，在狼牙交错的礁石之间
起伏、颠簸。苏东坡一抬头，远处是西山上的夕阳；
低头看，是卷起千堆雪的巨浪。他沉吟了许久，猛
然抬头，向着天空大声地吟道：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
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
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
知津！

这首名为《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的诗
作，前半部略显凄苦，后半部却开阔向上，不但表达
了苏东坡此时此刻的心理困境，更显示了他豪放达
观的性格。诗中，不知苏东坡是为了与上联“山忆喜
欢劳远梦”的“喜欢”相对偶，还是确实感觉到了黄公
滩的令人慌恐之处，从而下联会写“地名惶恐泣孤
臣”。有人认为苏东坡是误写，比如宋朝的王阮，写
了《黄公滩一首》，诗曰：“水泝安流舟不难，人心自畏
石头顽。黄公误听作惶恐，玉局先生盖谓滩。”诗里
戏称苏东坡错把“黄公误听作惶恐”，同时认为船过
惶恐滩，并不可怕。相反，人们害怕的根源，实际是

“人心自畏”，故而“石头顽”。而更多史学家认为，这
是苏东坡有意为之。一个“惶恐”，不仅吻合了他此
刻的心情，也体现了赣江第十八滩之险。著名的黄
公滩，由此改名为“惶恐滩”，并载入了中国的地理史
和文学史。

文天祥借滩抒情
苏东坡只是为惶恐滩正了名，真正让惶恐滩扬

名和提升精神高度的是文天祥。
求学于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经常沿着赣江逆

流而上，一次次经过惶恐滩，为的是到万安县会友
讲学。韶口乡南乾村的赖俊叔、赖伯玉是他的亲密
诗友，百嘉渡口的张宗周是他的至交，而窑头横塘
村的张千载，则是他的发小。文天祥还曾步行十余

里山路，在山道上一路高歌，去段奎斋创办的学舍
讲学，勉励众多的读书郎“义之所生，必躬蹈之”，并
题写“昂溪书堂”牌匾。

中状元后，文天祥屡次推介发小张千载，但张
千载就是不肯出山为官。文天祥无奈，只得一人进
京上朝。

不料，1259年，元军气势汹汹入侵宋朝东北边
陲。1274年，元军大举南下，饮马长江，威胁京都临
安，朝廷一片慌乱。1275年正月，宋太后下《哀痛
诏》，并给江西提刑兼知赣州的文天祥一道专旨，令
他招募兵员，疾速发兵，奔赴京都。

在异族入侵、国家危亡的严峻时刻，素怀报国
之志的文天祥，接到诏书，立即发布“讨元檄文”，
联络赣州、吉州、广东、湖南等四方义士，招募将士
五万余人，浩浩荡荡从赣州而下，越过惶恐滩，开始
了波澜壮阔的抗元历程。

1276年，文天祥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
往元营谈判，被元军扣留。在镇江脱险后，由海路
南下，继续调集义军抗元救国。1278年12月，他不
幸在海丰县五坡岭被元军所俘。元将张弘范将他
押上战舰，三番五次地劝说他写降书。对此，文天
祥总是轻蔑地一笑，不发一言。

船过零丁洋时，文天祥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挥
笔写下《过零丁洋》一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
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

在这首诗里，不知何故，文天祥看着眼前的零
丁洋，心里却想到了惶恐滩。他借惶恐滩和零丁
洋，倾诉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愁闷和痛楚，但也坚
定地表达了始终不渝忠诚爱国的情怀。此诗与苏
东坡的“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虽有呼
应之意，可后者更多的是表达个人追求和精神意
志。末尾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更是震古烁今，成为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写
照，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279年 3月，元军将文天祥押至广州。4月从
广州出发，过梅关、南关，转赣水而下，再一次经过
惶恐滩。船到万安县时，往事一幕幕在心头重现，
文天祥激情难抑，热泪盈眶，挥笔写下《过万安县》
一诗：

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举世更无巡
远死，当年谁道甫申生。遥知岭外相思处，不见滩头
惶恐声。传语故园猿鹤好，梦回江路月风清。

这是文天祥最后一次经过万安县，也是最后一
次过惶恐滩。就在此时，他的发小张千载卖了家
产，悄悄地随之北上。到了大都后，张千载租房陪
伴。元军关了文天祥三年，张千载就为他送了三年
的衣物和饭菜，生死相依，不离不弃。1283年1月9
日，文天祥英勇就义后，又是张千载，悄悄收了他的
尸首。火化后，用木匣装了他的牙齿和头发，又把
包好的骨灰藏在腰间，偷偷地带回了庐陵。为此，
明代文学家李贽特作《张千载》一文，留下了“生死
交情,千载一鹗”的人间佳话！

方以智投滩明志
方以智，明末清初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杰

出的科学家、文学家，也是执着的反清复明勇士。
他的性格里充满了江河奔腾的元素，奋勇向前，势
不可挡。

1641 年，方以智在京城为父鸣冤。他用自己
的鲜血书写冤屈，每天奔波
不休，哭号呐喊，以争支援。
日积月累，崇祯皇帝被感动，
其父方孔炤得以免死，改为
遣戍绍兴。

等到李自成攻进北京
城，崇祯上吊时，方以智再次
号啕大哭，被抓了也毫不畏
惧，“加刑毒，两髁骨见，不
屈”。未几，李自成兵败，方以
智趁机出逃，却被南明阮大铖
之流挤兑，被迫出走他乡，却
始终没有降清。1650 年，被
清兵逮捕后，尽管“其帅欲降
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
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

僧”。可是方以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右边的白刃。
清兵敬服，竟然给予释放。

1671年冬，方以智又一次被捕。清兵沿赣江，
将他从江西押往广东，一路上，方以智浮想联翩。
途经惶恐滩时，方以智忆起了在青原山主持净居寺
的经历，忆起了到泰和游历“春浮园”的时光，更想
起了庐陵先贤文天祥的故事。那天夜晚，正当皓月
当空之际，趁敌人未加注意，方以智纵身跃入赣
江。眨眼间，奔腾的江水，将他淹没得无影无踪，时
年60岁。

他的后代方中履认为“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
以终”。王夫之闻讯，痛哭流涕，写诗悼之：“三年怀
袖尺书深，文水东流隔楚浔。半岭斜阳双雪鬓，五湖
烟水一霜林。远游留作他生赋，土室聊安后死心。
恰恐相逢难下口，灵旗不杳寄空音。”

当代人平滩高歌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历史的潮水汹涌向前。1978 年，中央一声号

令，武警水电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惶恐滩头，
开始建设国家“七五”重点工程万安水电站。这支部
队用平滩削峰的方式在惶恐滩头写诗，真可谓惊天
动地。1993年水电站竣工投产。“高峡出平湖”，电站
大坝封闸蓄水后，上游俨然成了碧波万顷的百里湖
区，所有险滩全部打入水底，削断了骇人的獠牙。

“千里赣江惶恐滩，昔人听闻步步跚；一龙飞越
没险滩，芙蓉开后道万安。”从此，惶恐滩这个历史
名词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

在时光的打磨中，当代人逐渐发现了一个玄
机。原来，过去的惶恐滩是往来客商和滩师的心理
分水岭，因为顺流而下，出了惶恐滩，就出了险滩区，
心理上开始变得轻松，恐惧感随之消散。假如逆流
而上，进了惶恐滩，则开始进入险滩区，心里由此骤
然变得紧张而恐慌。

另一方面，在万安县，惶恐滩又是两个片区的地
理分水岭。在惶恐滩以上，处于赣江上游两岸的八
个乡镇，为万安县的“上乡”片区，此地居民主要为客
家人，多为从河南、福建、广东等地迁徙而来。而在
惶恐滩以下，处于下游两岸的八个乡镇，为万安县的

“下乡”片区，主要为本地土著。也就是说，以惶恐滩
为界，赣江上游的“上乡”为客家文化区域，下游的“下
乡”为赣文化（或称吴文化）区域。这两大片区无论
是方言、饮食和生产习惯，还是婚丧嫁娶的人情风俗
等，都截然不同，但又和谐相处。

由此，当代文人也纷纷被吸引。著名军旅作
家彭荆风，小时候曾亲历惶恐滩的凶险。2012年，
白发苍苍的他再次来到万安，沧海桑田，记忆与现
实的强大反差，让他夜不能寐，趁着明亮的月光，
写下了充满怀念与相思的散文《又见万安》，发表
于《人民日报》。写了《吉安读水》的作家王剑冰，
在巍峨的电站大坝上走了几遍之后，写下了激情
洋溢的散文佳作《惶恐滩头》。作家陈世旭，坐着
小船围着惶恐滩的遗址在赣江里徘徊。当夜，就
着电站的璀璨灯光，挥笔写下《山长水阔看万
安》。知名学者、作家李桂平倾多年心血，写下了

《赣江十八滩》一书。
“舟过万安县，悠然心自开。恍疑仙境入，只

见好山来。”如今，千里赣江，从远古奔向未来。“惶
恐滩”这个兼具地理和文学双重标签的文化意象，
已化作赣江上一座高高耸立的人文坐标，其丰富
的精神寓意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值得后人不断挖
掘和汲取。 （图片均为邱 哲摄）

赣江赣江““十八滩十八滩”，”，最险惶恐滩最险惶恐滩。“。“惶恐滩头说惶恐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零丁洋里叹零
丁丁”。”。从南北朝的郦道元起从南北朝的郦道元起，，至清代的王士祯止至清代的王士祯止，，以惶恐滩为咏叹对以惶恐滩为咏叹对
象的文人俊杰竟然达到象的文人俊杰竟然达到 6969位位。。灿如繁星的名篇佳作灿如繁星的名篇佳作，，闪烁在辽阔的闪烁在辽阔的
历史天空历史天空。。

惶恐滩惶恐滩，，赫然成为千里赣江上的一个文化意象和人文坐标赫然成为千里赣江上的一个文化意象和人文坐标。。
一条大江波浪宽一条大江波浪宽，，中间多少行人泪中间多少行人泪。。千百年来千百年来，，打开一朵朵浪打开一朵朵浪

花花，，过往的人们读到的都是流传不息的故事和感叹过往的人们读到的都是流传不息的故事和感叹。。

的的的千年千年千年兴兴兴叹叹叹
□ 郭志锋

莲塘河畔，波光粼粼，灯火
闪烁。9 月 18 日晚，一场名为

“河畔市集”的文化夜市，在秋
风送爽的月色下亮丽登场。

传承不息的非遗文化展
示、深入人心的文学经典读本、
惟妙惟肖的手工创意玩偶、唤
醒灵感的蓝靛扎染技艺、寻回
中古记忆的复古潮物，以及激
情四射的街头艺术家、风格独
特的气味博物馆、人见人爱的
网红棉花糖……齐聚南昌县莲
花书屋莲盛广场，创意市集绽
放出别样的文化之光。

在“河畔市集”的现场，记
者遇见了在此“摆摊”的莲塘二
小五（1）班的章文乔同学，她给
自己的摊位取名“小莲花爱心
义卖铺”。章文乔说，第一次参
加这样的文化夜市，感到很新
奇，她今天要售卖的是妈妈和
姨妈手工制作的创意工艺品，
有小熊猫、小兔子等，大的 30
元，小的20元。“今天所有的收
入，都将捐给蓝天爱心志愿者
协会，用于帮助农村学校的孩
子们。参加这样的爱心义卖活
动，我不仅收获了乐趣、锻炼了
自己，更能帮助他人，我非常开
心，以后还会经常参加这样的
活动。”说着，章文乔向围聚过
来的顾客们热情地介绍起她的

“商品”来。
陪同出摊的章文乔的妈

妈，在一旁用赞许的眼神鼓励
着女儿。她告诉记者：“‘双减’
政策的落地，让孩子们有更多
时间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活
动，尤其是家门口的文化夜市，
给了孩子们更多展示自己的机
会。通过爱心义卖，孩子们能
体会到社会的真实与热忱，这
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而这
些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

“南昌泥塑”第六代传承人
罗清华，从艺 20 多年，经常代
表江西参与全国的非遗文化活
动展示。在文化夜市现场，他
正在制作一个泥塑人像作品。

“我是第一次参加‘河畔市集’
文化夜市，我认为这个活动不
仅能丰富市民的文化休闲生
活，更能普及非遗知识，弘扬传
统文化，让更多的民间传统技
艺得到传承和发扬。”

谢迟雨是英国伯明翰大学
会计与金融专业大二学生。她
告诉记者，参加这次“河畔市
集”文化夜市活动纯属偶然。

“我妈妈刷到了莲花书屋的志
愿者招募信息，帮我报了名。
于是我一大早就来这里布置场
地，今晚我的任务是帮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完成图书展示与售
卖，我身后的这些中外名著，统
统打 5 折，非常适合孩子们阅
读。我觉得参加这次活动的经

历非常宝贵，不仅结识了很多
好朋友，还获得了独特的文化
体验。”谢迟雨感慨。

“河畔市集”人来人往，活
色生香。而同一时刻，近旁的
莲花书屋内灯光璀璨，一场名
为《文化分层与昌南文化品牌
打造》的名家讲坛，吸引了众多
慕名而来的听众。接下来，“文
化市集、江西名家看读昌南”
暨 2021金秋系列讲座活动将
接踵而至，陈政、邓涛、方志远、
傅修延、孙家骅、王东林等六位
文化名家将先后登场主讲赣鄱
文化，一场可以回溯 2200多年
的文化之旅，将在此交汇、碰
撞、发散。

无论是文化夜市，还是名
家讲坛，这一场场最抚人心的
人文雅集与精神生活主张，原
来，正是由江西文化研究会精
心策划，莲花书屋全力推动与
呈现的。据悉，即日起至 10月
31日，以“理想的十月 IN昌南”
为主题，包括文创市集、名家领
读、生活匠心、艺术雅集、文化
快闪等活动将悉数登场。

其中“河畔市集”将在期
间内的每个周末，与市民相
约；“人文主题短视频创作大
赛”也将同步开启，面向所有
创作者，征集多角度、多形态
的主题短视频，展现创作者观
察昌南的独特视角，记录多元
视角下的人文生活。届时，莲
花书屋城市客厅开放模式会
全面开启，与艺术家团体联动
的音乐户外秀、与民间手艺人
定制的沙龙秀等系列文化联
动项目，一起构筑神奇的文化
生活磁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莲
花书屋主管叶丽娜表示，自去
年国庆假期投入运营后，外形
似莲花，江西首个利用3D技术
打印成型的书屋——莲花书
屋，以科技时尚、庄重典雅的建
筑美感和温馨怡人的阅读环
境，很快成为广大市民的“网红
打卡地”，以及众多爱书者、读
书人的精神家园，成为昌南的
文化地标。从去年国庆试运
营，至今年中秋节，开业将近一
年，莲花书屋藏书已达 1.4 万
册，接待读者20万人次。

在莲花书屋，你看到的是
风景，你在别人眼里也是风
景。正如读者彭树欣所说，莲
花书屋让人感到温馨、安静,
让人体会到艺术之美、阅读之
美！阅读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底色，个性化的图书馆或书
屋，有利于养成民众的阅读习
惯。一座城市，如果有许多艺
术气息、书香气息的图书馆或
书屋，一定是一座有文化魅力
的城市。

文化夜市“潮”起来
□ 本报记者 毛江凡 张衍 文/图

气势宏伟的万安水电站

来文化夜市“淘宝”的市民络绎不绝


